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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人事服務簡訊國立嘉義大學人事服務簡訊國立嘉義大學人事服務簡訊國立嘉義大學人事服務簡訊 97979797年年年年4444月月月月 

人事法令宣導人事法令宣導人事法令宣導人事法令宣導    

一、教育部97年3月4日台人(一)字第0970022632號書函轉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函略以，
機關首長於「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6條之1不得任用或遷調人員之期間，不得新
進用臨時人員或部分工時人員。 

二、總統97年1月16日華總一義字第09700005011號令增訂公務人員任用法第13條之1及
第24條之1條文；並修正第6條、第7條、第10條、第12條、第13條、第17條、第18
條、第20條、第26條之1、第28條及第30條文，該修正案刊載於總統府公報第6780
期http://www.president.gov.tw/總統府公報。 

三、考試院97年2月26日考臺組貳一字第09700014391號令修正公務人員任用法施行細
則部分條文、公務人員俸給法施行細則第3條、第4條條文暨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轉任公務人員條例施行細則第2條條文，有關修正總說明及修正條文對照表,請逕
至銓敘部全球資訊網 http://www.mocs.gov.tw/法規動態下載。 

四、總統97年1月16日華總一義字第09700005021號令修正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轉任公
務人員條例第4條條文，增列第7項「本條例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修
正施行後，依本條例進用之各機關轉任人員於實際任職三年內，不得調任其他機
關任職。」之規定，並將原第7項規定遞移為第8項。 

五、有關公立學校未兼任行政職務之專任教師得否兼任鄰長疑義乙案，說明如下：  

  (一)依司法院釋字第308號解釋略為，公立學校聘任之教師不屬於公務員服務法第24條
所稱之公務員，惟兼任學校行政職務之教師，就其兼任之行政職務，則有公務員服
務法之適用。至未兼行政職務教師之兼職則應依「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
原則」規定辦理，先予敘明。 

  (二)查銓敘部91年10月21日部法一字第0912189794號書函解釋略以：「案經函准內政 

部91年10月14日台內民字第0910007037號函復略以：『...至有關鄰長一職之性質，係為
公共服務之義務性榮譽職務，以服務左鄰右舍為 工作內容，並非負有特別權利義
務之人員，與憲法及各相關法律所稱之公職人員性質容有不同，是以鄰長應非司法
院大法官會議第42號解釋所稱之公職人員。』是以，依地方制度法主管機關認為，
鄰長為義務性之榮譽職務，以服務左鄰右舍為其工作內容，非司法院大法官會議第
42號解釋所稱之公職人員。故公務人員從事此項義務性之服務工作，法無禁止。」 

(三)有關專任教師之兼職，教育部以往均參酌公務人員之規定辦理，茲參酌上開規定，
未兼行政職務之教師得從事義務性之鄰長工作。 

六、本案係教育部函略以，「行政院暨所屬各機關聘僱人員給假辦法」第3條、第4條、
第8條條文，業經行政院97年3月12日院授人考字第0970060937號令修正發布，有關
修正條文、修正總說明及修正條文對照表請至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全球資訊
網 http://www.cpa.gov.tw/考訓處/差勤管理查詢。 

七、教育部97年3月26日台人(一) 0970042659A號書函略以，依銓敘部令以，公
務人員任用法（以下簡稱任用法）及公務人員俸給法（以下簡稱俸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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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奉 總統令於民國97年1月16日修正公布，並自97年1月18日生效。有關
任用法及俸給法修正施行前，適用原任用法第18條第1項第2款，自願降調
低官等職務，現所銓敘審定職等未達低官等之最高職等者，准依修正後任
用法第18條第1項第2款及俸給法第11條第3項規定辦理任用及俸級變更。其
於97年6月15日前提出申請者，自任用法及俸給法修正生效之日生效；逾期
申請者，自申請之日生效。  

八、教育部97年3月12日台人(二)字第0970037265號書函略以，有關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3
條第1項第3款所定婚假及同條項第6款規定喪假之給假期間始點計算方式，依行政程
序法第48條第2項規定，應分別自結婚日之翌日及死亡日之翌日起算。教師請假規則
就婚假及喪假之給假期間始點計算方式亦比照辦理。 

人事業務人事業務人事業務人事業務--------工作報告工作報告工作報告工作報告 

一、    公務人員住宅及福利委員會為倡導公教員工正當休閒活動，結合「97年
度公教員工休旅遊活動」及「公教人員特約休閒中心」擴大聯合促銷方
式，推出「公教人員國內旅遊連環抽奬活動實施計畫」，以多 樣優惠福
利措施，提供全國公教員工及退休同仁踴躍參與，活動間為97年3月1日
至97年11月15日止。 

 

二、行政院人事行政局訂定「97年度 中央機關員工文康活動預訂辦理項目、
日 程 一 覽 表」。本 校 有 意 參 與 同 仁 請 自 行 上 網 下 載 詳細資料
（www.hwc.gov.tw下載專區/各組室資料/福利組內）。 

三、內政部辦理97年度郷村地區住宅修繕及興建補貼業務，申請期間自97年3
月14日起至97年4月30日止，同仁如有需要可洽修繕或興建住宅所在縣市
主管機關辦理（網址：http：//www.cpami.gov.tw）。 

 

 

        一一一一生生生生中中中中有有有有22222222個個個個防防防防衰衰衰衰老老老老關關關關鍵鍵鍵鍵點點點點             

時光如梭、年華易逝，美容手段即使再先進，也抵抗不了自然的規律。不過英國《每日
郵報》健康專欄作者，安吉拉安吉拉安吉拉安吉拉····愛潑斯坦博士愛潑斯坦博士愛潑斯坦博士愛潑斯坦博士撰文介紹，各種最新研究顯示，人一生中
有 22個關鍵點，在生活上做一些小改變，可以讓你遠離衰老和疾病。 

一、8歲決定女性生育能力。此時的激素分泌和黃體酮的量會對女性的一生產生影響，因
此要避免劇烈的體育運動，飲食一定要跟上。 

二、10歲女性青春期萌芽。40%的骨骼在此時以衝刺的速度形成，攝入足夠的鈣是至關重
要的。多食用乳製品、多做運動，避免肥胖。  

三、17歲智齒發育。出現口腔疾病，使用漱口水或淡鹽水漱口消炎鎮痛，必要時使用藥
物治療。 

四、25歲骨骼發育達到頂點。要攝入足夠的鈣和維生素D，一般來說，每天要喝一瓶牛奶
或優酪乳，並多曬太陽以獲得維生素D 。 

五、28歲男性開始脫髮。睾丸激素的分泌變化是毛囊萎縮的主要原因，注意早餐中蛋白
質的攝取，多食用雞蛋和瘦肉可以延緩毛囊的萎縮。 

六、30歲新陳代謝能力下降，開始發胖。每天少攝取200卡路里的熱量，可以防止身體走
形。 

七、34歲女性最佳生育年齡。此時生育可以使母嬰都更健康，母親更長壽，每天服用葉葉葉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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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酸酸酸對母嬰健康都有好處。 

八、35歲白髮開始出現。這是毛囊中的黑色素細胞不活躍造成的，服用B族維生素可以延
緩白髮的生成，並且也有緩解精神壓力的作用。 

九、40歲男性生育能力下降。無論母親是否年輕，此時受孕的嬰兒其流產率都會增高。
讓睾丸保持較低的溫度，是提高精子存活率的關鍵。多攝入富含鋅、硒、維生素C、維生
素 E的食物能提高精子的活力。 

十、41歲骨質疏鬆的跡象開始出現。加強鍛 練，每週做有氧運動，例如：跳舞、跑步或
快走四五次等。 

十一、42歲大腦進入中年期，腦細胞每天流失1萬個。隨著迴圈能力的下降，腦部供氧減
少，記憶力受到影響。經常讀書、下棋，彈奏樂器都可以幫助我們保持頭腦的敏銳。 

十二、46歲開始出現老花眼的症狀。這是眼睛的聚焦能力下降造成的，雖然老花眼不能
抗拒，但是戒煙可以避免進一步的問題，特別是白內障的發生。 

十三、50歲開始出現帕金森症。多攝入富含維生素E的食物，如：橄欖油、瓜子和杏仁。 

十四、51歲是女性更年期的平均年齡。改掉喝咖啡的習慣，換成茶或果茶，同時多攝入
鈣。 

十五、59歲容易受到皮膚病的威脅。避免皮膚在陽光下 曝曬，冬天最好也使用低倍數的
防曬霜。  

十六、60歲白內障問題突出。多吃扁豆、豆芽、捲心菜、萵筍、奇異果、哈蜜瓜等食
物，注意眼部異常。 

十七、63歲是女性卵巢癌的平均年齡。最好多吃花椰菜，十字花科的蔬菜中所含的蛋白
質，對卵巢癌細胞有抑制作用。 

十八、68歲是關節置換手術的平均年齡。控制體重，過重的體重會增加關節負擔，誘發
骨關節炎。 

十九、70歲是英國腸癌的平均年齡。多吃藍莓或其它高纖維的食物可防止癌變。 

二十、75歲大部分人會有高血壓。高血壓會誘發心臟病和中風，要定期檢查血壓。 

二十一、76歲是英國男性的平均壽命。降低飯量可以更長壽，還可以減少包括癌症等疾
病的發生。  

二十二、81歲是英國女性的平均壽命。節制飲食，多吃蔬菜和水果，適度吃魚，使用橄
欖油，適度地飲用葡萄酒。 

 
一、職務異動： 

人事動態人事動態人事動態人事動態    
 

單單單單            位位位位 職職職職        稱稱稱稱 姓姓姓姓        名  名  名  名   
異 動異 動異 動異 動
情 形情 形情 形情 形 

生 效生 效生 效生 效
日 期日 期日 期日 期 

中國文學系 教授  陳茂仁 升等 96.08.01 

特殊教育學系 教授 唐榮昌 升等 96.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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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教育學系 
實習就業輔導處
地方教育輔導組
組長 

賴孟龍 新任 97.02.29 

特殊教育學系 
實習就業輔導處
地方教育輔導組
組長 

陳明聰 卸任 97.02.01 

會計室 組員 任淑芬 退休 97.04.16 

通識教育中心 助理教授 劉馨珺 調整任教系所 97.02.01 

 

    4444月份壽星月份壽星月份壽星月份壽星    

  

 

    姓姓姓姓        名名名名    生日生日生日生日        姓姓姓姓        名名名名    生日生日生日生日    

丁教務長志權 04.01 尤憲堂副教授 04.15 

李俊彥副教授 04.01 黃獻宗先生 04.15 

沈德欽副教授 04.01 陳昶燁教官 04.16 

李采珠小姐 04.02 陳俊汕助理教授 04.18 

蘇耀期副教授 04.02 何宣甫助理教授 04.19 

洪進雄主任 04.03 陳秋麟主任秘書 04.19 

周良勳副教授 04.04 陳智明組長 04.19 

方引平助理教授 04.04 張麗明小姐 04.20 

蕭興浦講師 04.05 曾信嘉助理教授 04.20 

張山蔚講師 04.05 張思敏小姐 04.20 

楊俊庭組長 04.05 吳樎椒助理教授 04.21 

何祥如助理教授 04.06 陳靜昶先生 04.22 

劉麗雲小姐 04.06 張淑儀分館主任 04.22 

陳惠美副教授 04.08 陳嘉文主任 04.22 

蔡進發講師 04.08 張淑珍小姐 04.23 

翁頂升組長 04.08 楊德勝先生 04.24 

王玫珍副教授 04.09 黃芳銘教授 04.24 

顏玉雲副教授 04.09 陳本源助理教授 04.25 

陳國隆教授 04.10 黃存澤先生 04.25 

沈意清組長 04.10 蔡浟綺小姐 04.26 

蕭春美小姐 04.10 賴昱辰小姐 04.26 

翁川欽先生 04.10 楊鐘松副教授 04.26 

汪天成副教授 04.11 許秋容助理教授 04.27 

宋嘉鴻先生 04.11 王久泰講師 04.27 

史雅芳小姐 04.11 翁曜川先生 04.27 

李世豪副教授 04.12 廖宇賡副教授 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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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附註附註附註：：：： 
一一一一、、、、本本本本校校校校99997777年年年年度度度度員員員員工工工工生生生生日日日日禮禮禮禮券券券券金金金金額額額額為為為為1111555599990000元元元元，，，，得得得得標標標標廠廠廠廠商商商商為為為為遠遠遠遠東東東東百百百百貨貨貨貨公公公公司司司司。。。。 

二二二二、、、、以以以以上上上上所所所所列列列列壽壽壽壽星星星星名名名名單單單單，，，，請請請請各各各各單單單單位位位位一一一一週週週週內內內內務務務務必必必必派派派派員員員員至至至至各各各各校校校校區區區區負負負負責責責責之之之之同同同同仁仁仁仁處處處處將將將將單單單單位位位位所所所所屬屬屬屬人人人人員員員員之之之之生生生生日日日日禮禮禮禮
券券券券領領領領回回回回，，，，並並並並請請請請轉轉轉轉致致致致當當當當月月月月份份份份壽壽壽壽星星星星。。。。 

朱永珍小姐 04.12 劉耀中助理教授 04.28 

盧永聰先生 04.12 呂月發先生 04.28 

朱金玉教官 04.13 陳錦嫣講師 04.29 

周佩欣小姐 04.13 張美芳教官 04.29 

林昭慧助教 04.14 張高賓助理教授 04.30 

張立言副教授 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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